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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
「小故宮」體現中央挺港
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日出

■徐同學

日訪問多位市民，他們均異口同聲支持興建「小故
宮」，並感謝國家慷慨送出這份「大禮物」給香
港，讓港人更了解國家歷史及文化，更有助旅遊業
的發展。有市民更指，習主席視察香港期間，特意
抽空見證合作協議的簽署，顯示中央關心和支持香
港文化發展。
徐同學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表示，香港
的博物館設有金庸展及李小龍展，及展出由其他國
家和地區借出的館藏，惟缺乏展示中華文物的永久
館，因此十分支持落成「小故宮」，讓港人有更多
機會近距離接觸珍貴文物。

■許先生

徐同學：能立體地了解歷史

■鄭女士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攝圖組

剛考完 DSE 的徐同學說，自己平日只能在書本學
習中國歷史，但始終停留在平面層，倘香港有「小
故宮」，將可更立體地了解歷史。習主席在視察香
港期間，抽空到西九文化區見證簽署合作協議，顯
示他十分重視香港文化發展。
他續指，西九文化區加上「小故宮」，日後落成
後將是重要地標，對拓展香港旅遊業有好大幫助：
西九座落的尖沙咀，一來靠近維多利亞海港，風景
優美，平日亦是個人遊重點購物區，相信會吸引更

多旅客。香港人也會多了個好去處。
許先生對習主席來港感到開心，並認為對方選擇
到西九視察是一種肯定，傳達了重視香港文化發展
的訊息，又坦言自己在聽到香港將落成「小故宮」
時，已經拍爛手掌歡迎，心中十分期待，「覺得中
央對香港很有心」，因為其他省市「想要都沒
有」，香港便獲得特別厚待。
他希望「小故宮」落成後，日後成為重要地標，
尤其吸引年輕一代去欣賞，近距離接觸中華文化及
歷史。他說，在中央的支持下，項目不僅為政府節
省大量購買文物的資金，更可吸引更多旅客來港參
觀，及為本港市民提供多一個閒暇好去處。

鄭女士：館藏件件都是寶
鄭女士表示，樂見日後「小故宮」落成後，展出
由北京故宮借出的文物，市民也很方便，「搭車去
尖沙咀就能看到。」她認為學生平日只能在書本看
文物是「不夠質感」，如果能看到實物，感染力會
強很多。她認為北京故宮收藏的均是寶物，能來香
港讓大家一開眼界，真的十分難得。
陸同學表示，西九建「小故宮」是好事，將帶來
相當經濟價值，尤其現時內地個人遊來港數目減
少，如果「小故宮」落成，成為新增地標之一，有
助增加香港吸引力。「小故宮」上闊下窄的「鼎」
形設計非常特別，即便造價較昂貴亦可以理解。
他坦言，自己很喜歡看博物館，希望香港也有個

展示頂級文物的博物館。他個人很期待見到龍袍及
花瓶，以及皇帝使用過的東西。他認為北京借出文
物不容易，是中央政府對香港人的心意。
鍾小姐及歐小姐表示，西九落成「小故宮」一定
是好事，香港人多了個地方參觀外，亦可增加歷史
知識。她們指不是每個人都有能力負擔機票飛到北
京看故宮文物，「如果在香港也有一個故宮就很方
便。」
歐小姐說，很多港人對文化傳物館都很感興趣，
如近月的木乃伊及羅浮宮展覽，場外都大排長龍，
認為香港並非沒有文化土壤，只是沒有足夠的硬
件，因此支持建「小故宮」。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西九文化區展區。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攝

香港養心殿文物展 佈置
「亂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八代帝居——故
宮養心殿文物展」昨天首日展出，吸引大批市民到
香港文化博物館「朝聖」，希望一睹八位清朝皇帝
曾經住過的地方。曾到訪北京養心殿的市民稱讚，
香港現場佈置一絲不苟，挑選的文物亦十分珍貴，
效果不比北京差。有市民更希望康文署繼續舉辦更
多類似展覽，讓人接觸更多國家的歷史，十分期待
日後西九文化區內落成「小故宮」。

效果不遜北京 客讚冷氣更好
步入文化博物館的養心殿，還原四個比例一比
一的場景，包括皇帝接見大臣的「正殿明間」、
慈禧太后垂簾聽政的「東暖閣」、雍正勤政工作
的「西暖閣」，及乾隆鑑賞書畫的「三希堂」
等。今次展出有 236 件故宮展品，當中如皇帝坐

過的寶座、玉璽和書法均為真品。不少入場市民
看得入神，尤其仔細閱讀場景中掛的字帖、牌匾
及對聯等。
鄧先生表示，養心殿是中國歷史上非常重要的地
方，今次香港文化博物館有機會展出多件珍品實在
難得，大讚「好好睇！」曾去過北京養心殿的他認
為香港現場佈置仔細，無論氣氛、裝潢及擺放均很
好，自己也很投入，認為效果不比北京遜色，笑說
香港有一點更好，便是「有冷氣！」

國寶長駐城中 觀賞近在咫尺
他續說，現場播放「故宮100」的短片介紹，加上
眾多珍品，對年輕人來說，是初探歷史的好機會。
他很期待未來西九文化區內落成「小故宮」，屆時
北京故宮借出的瑰寶便能長駐香港，「這麼難得的

珍品讓出來，代表國家對香港的照顧。」讓香港人
不用飛到北京也能看到國家級珍品。
左女士表示，早前在收音機獲悉養心殿來港時已
十分期待，特意與家人前來，並大讚場景佈置逼
真、仔細，尤其欣賞多個皇帝御用玉璽。她十分支
持西九建設「小故宮」，認為「一定是好事」，讓
港青不用飛到北京，在港已能近距離接觸中華歷
史，是中央送給香港的「大禮物」。
姚女士說，今次養心殿移師到香港文化博物館，
進來參觀時，有置身清朝歷史之中的感覺，覺得十
分驚喜，認為整個文物運送工程必定相當浩大，由
北京來到香港一點也不容易，樂見日後「小故宮」
落成後，長期安置由北京故宮借出的文物，市民也
很方便。她希望康文署繼續舉辦更多類似展覽，讓
香港人多認識歷史。

■鄧先生
■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日下午視察西九文化區
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日下午視察西九文化區，
，聽取西九
文化區規劃及其故宮文化博物館選址建設等介紹。
文化區規劃及其故宮文化博物館選址建設等介紹。

■左女士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攝圖組

五車「箭頭」開路 最高級別護送
國家主席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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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社

護送工作就由警隊護送組負責。
車隊由 5 輛電單車作「箭頭」開
路，屬最高級別的「加強暢運護
送」。
警方護送組現時共有 6 隊，成
員共 59 人。護送組總部小隊主管
莊金印早前接受訪問時表示，如

■國家主席習近平（右三）昨午視察西九文化區，聽取民政局常任秘書長馮程淑儀（左一）介紹西九文化區
項目。現任特首梁振英（右二）、候任特首林鄭月娥（左二）和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左三）陪同。
■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日下午在香港西九文化區見證《興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合作協議》簽署。

方鼎上闊下窄 斥 35 億 5 年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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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時任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與北京故

粵劇小明星獻唱《拾釵》

國家主席習近
& 平視察西九文化
區期間，欣賞了
兩位小朋友即席清唱著名粵劇
《紫釵記》之《拾釵》選段。聽
完他們的表演，主席報以掌聲鼓
勵，並稱讚他們年紀雖小，但演
唱很到位。原來，兩位小朋友是
今年「香港兒童及青少年粵劇折
子戲大賽」的冠軍利文喆及陸瑞
徽。雖然對着國家主席表演，但
他們毫不怯場，並順利完成，表
演完後與「習爺爺」對話也不緊
張，一問一答，愉快交流。




主席讚功架 囑苦練傳承

今年分別 10 歲及 11 歲的文喆及
瑞徽，昨日身穿粵劇服裝。雖然沒
有頭冠及化妝，但是清唱曲目時盡
顯功架，聲音悅耳，習主席微笑地
聽着，其後與兩名小朋友握手，說
很高興看到他們這麼喜歡粵劇，這
說明香港粵劇後繼有人，也說明中
華優秀傳統文化具有頑強生命力。
習主席表示，回歸以來，粵劇等
傳統文化在香港迎來了新的發展機
遇。特區政府下了很大工夫，成立
了粵劇發展基金，並在西九文化區
興建戲曲中心。他說，文藝界老前
輩為保護和傳承粵劇殫精竭慮，對
後輩口授身傳、提攜獎掖，希望大
家珍惜機遇，勤學苦練，多同內地
同行交流切磋，為廣大粵劇愛好者
奉獻精彩演出，為傳承中華優秀傳
統文化作出自己的貢獻。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護送訪港政要就會用到最高級別
的「加強暢運護送」，除由電單
車領航，也有隊員在沿路的路口
封路以確保行車暢順。
根據經驗，中央領導人訪港
時，護送組會全員出動，而「箭
頭」電單車除外觀上有禮儀用
途，也有實際需要，如有事故時
箭頭可分拆成不同路障，確保車
隊行車順暢。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文喆及瑞徽昨日下午在國家主席習近平面前清唱著名粵劇《紫
釵記》之《拾釵》選段。

宮博物院院長見面，初步提出在西九興建展館以
長期展出故宮文物的意願。隨後，在以林鄭月娥
為首的一眾官員努力下，成功於去年 12 月簽署興
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合作備忘錄。博物館目
前已完成諮詢工作，並得到絕大部分市民支持。
該項目即將動工，預計2022年竣工。
由於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展品源自故宮，故
港人俗稱為「小故宮」。不過，「小故宮」事實
上並不「小」：它佔地約 10,000 平方米，樓高 7
層，樓面面積逾 3 萬平方米，耗資 35 億元。「小
故宮」呈梯形，上闊下窄 ，猶如一個方形大鼎。
建築物的頂部則採用中空天井或天窗設計，以增
加室內採光。
在內部佈局上，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地下一

層主要用作舉辦教育活動，另設活動室、演講
廳、餐廳等。參觀者可分別在二樓及四樓中庭觀
賞飽覽「小故宮」四周景致，向南可見到香港天
際線，向西面向大嶼山，向東可以見到整個西九
文化區的設計。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將於 2022 年落成，市民或
許感覺 5 年稍微遙遠。不過，市民並不乏一睹故
宮珍貴展品的機會。近年來，香港特區政府與故
宮博物院的交流合作日益密切，積極弘揚中國文
化。

清帝后誕辰慶典周日開展
由 2016 年底至今年初，香港文化博物館舉辦了
《宮囍─清帝大婚慶典》展覽，以清帝大婚為主
題，透過約 153 組從故宮博物院挑選的大婚文

物，包括文獻、畫像、服裝、首飾、妝奩器物、
婚儀用品和宮廷樂器等，讓公眾深入認識皇家婚
禮程序。
康文署與故宮博物院合辦「八代帝居─故宮養
心殿文物展」，向公眾呈現清代八帝的宮邸正寢
的歷史場景。是次展覽將展出 200 多件故宮展
品，並搭製四個大型場景。
康文署並向故宮借來 210 組故宮博物院的藏
品，於周日（2 日）開始在香港歷史博物館舉辦
《萬壽載德─清宮帝后誕辰慶典》展覽，以「祝
壽」為主題，展出康熙帝、乾隆帝母親崇慶皇太
后、乾隆帝、嘉慶帝和慈禧太后慶祝萬壽的珍貴
文物。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日下午在香港西九文化區觀賞了兩名小演員演
唱粵劇選段後，稱讚他們演唱很到位。
中新社

西九文化區在 2013 年 1 月經由行政長官會同行
政會議核准後，以世界知名建築規劃團隊 Foster
+ Partners《城市中的公園》的概念圖則為基礎
展開工程。文化區以分階段的形式發展，工程包
括戲曲中心、自由空間、M+展亭及演藝劇場等，
目前部分項目已投入使用。西九文化區是香港目
前興建中的大型基建項目之一，它將成為香港新
地標，促進本地文化產業發展。
西九文化區位於維港海旁，是全球規模最大的
文化項目之一。整個文化區包括佔地 23 公頃的公
共空間，以及長達 2 公里的海濱長廊，並設有各
種文化藝術設施，主要用作上演世界級展覽、表
演節目和文化藝術活動。
西九文化區集藝術、教育及公共空間於一身，
由於工程浩大，故以分階段的形式進行發展。

集藝術教育公共空間於一身
第一期工程主要包括戲曲中心、M+、自由空間
及M+展亭。當中M+展亭已於2016年9月9日開
幕，主要用作舉辦展覽及活動。至於 M+大樓將
成為香港的視覺文化博物館，主要用作收藏及展
示 20 及 21 世紀來自世界各地的視覺藝術、設計
與建築及流動影像，預計於2019年開幕。
戲曲中心是西九文化區的重要亮點，預計 2018
年年底開幕。中心位於西九的東面大門，主要設
施包括一個可容納逾 1,000 個座位的大劇院，及
設有最多 200 個座位的茶館劇場，觀眾可以一邊
品茗一邊近距離欣賞戲曲演出。中心亦設有逾
100 個座位的演講廳，以及教育活動室、8 間排練
室和練習室，主要用作世界級的戲曲表演，同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西九文化區將興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展出北京故宮博物院的文
物珍藏。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日在西九文化區出席《興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合作協議》簽署儀
式，見證故宮博物院與西九文化區代表簽署該協議。習近平表示，西九文化區將為香港市民提供
一個方便舒適的文化娛樂場所，亦有利於促進香港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西九管理局指將擬備香港
故宮文化博物館的詳細設計，並在2018年展開建造工程，以期於2022年竣工。

習近平抵港後首個視察行程，就是到西九文化區，顯
示他對香港文化發展的重視。他先到西九文化區臨
時苗圃公園，其後在行政長官梁振英、候任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政務司司長兼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局主席張
建宗及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陪同下視察西九文化區。
其間，一行人聽取了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馮程淑儀
介紹西九文化區項目、特區政府在保存和推廣非物質文
化遺產的工作，及與故宮博物院的合作。同時觀看展板
及模型，以了解香港的文化藝術發展。

希望推動兩地文化交流

西九勢成新地標 促文化產業發展
■中環展城館的西九文化區展區
中環展城館的西九文化區展區，
，展出
展出「
「小
故宮」
故宮
」模型
模型。
。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攝
亦擔當着促進戲曲製作、教育與研究的角色。
西九文化區第二期工程包括演藝劇場、中型劇
院、當代藝術中心及駐區藝團中心，其餘位於文化區
中央部分的設施，將於綜合地庫工程完成時興建。
西九文化區在興建場地的同時，亦積極舉辦不
同類型的藝術活動，如旗艦節目「西九大戲
棚」、戶外表演藝術節「自由野」及流動展覽
「M+進行」等，藉以推廣藝術。另外，市民亦可
以騎單車暢遊或漫步海濱長廊，欣賞維多利亞港
周圍的迷人景色。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中新社

習近平之後見證了張建宗與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簽
署該協議。習近平說，西九文化區是香港重要的文化建
設項目，包括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及戲曲中心等 17 個文
化藝術建築。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建成後，將展出故宮
博物院文物藏品，豐富香港文化生活。
他續說，西九文化區項目是幾屆特別行政區政府接力
推進的一項重點工程，希望進一步豐富香港國際都會的
文化內涵，增加中西合璧的城市文化魅力。他希望香港
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發揮中西文化交流平台的作
用，推動同內地的文化交流合作。
王滬寧、范長龍、栗戰書、王晨、楊潔篪、張慶黎等
參加活動。
在場見證簽署儀式的西九董事局成員葉傲冬對香港文
匯報表示，他對是次協議的簽署感到十分高興，特別是
習主席、梁振英和林鄭月娥都在場見證，更顯意義。他
指出，習近平在視察期間時有提出問題，顯示他對西九
文化區的重視，也反映國家對文化區的重視，十分令人
鼓舞。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其後發表聲明指，香港故宮文化博

物館將展示故宮博物院珍貴的中華文化藝術宮廷藏品，
擴闊西九文化區的文化領域，提升其作為文化勝地的吸
引力，將提供與其他博物館在研究和教育方面合作的寶
貴機遇，鞏固香港作為文化大都會的領先地位。

附屬公司邀專家任董事
管理局介紹，協議訂定合作的主要原則包括管理局與
故宮博物院雙方在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項目中的整體角
色和責任、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管治架構、財政安
排、文物借展的框架安排，以及其他營運事宜。
根據合作協議，管理局將負責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
日常運作、策展和維修保養工作，並成立一所全資擁有
的附屬公司，該公司董事局成員將包括管理局董事局成
員以及在中國藝術、歷史和文化遺產領域具備有關博物
館藏品、管理和策展事宜的專業知識和經驗的人士。
故宮博物院將提名一名代表加入該董事局，作為香港
故宮文化博物館與故宮博物院之間的橋樑，便利溝通和
協作。

展覽珍藏不少於900件
故宮博物院的責任則包括借出其珍貴藏品予香港故宮
文化博物館展出，並向內地有關當局作所需申請。根據
合作協議，借出予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作長期展覽的文
物的借用期可延至長達兩年。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可借
用不少於 600 件/套的文物作長期展覽，加上短期展覽
內展出的文物，在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任何時間同時展
出的故宮博物院藏品合共約 900 件/套。
故宮博物院亦會向相關部委申請特別批准，讓外借予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一級文物的數目和比例，能超越
現行適用於香港的限制。

見證合作協議簽署 勉港弘揚中華優秀傳統

 =1 席《興建香港故宮文化博
物館合作協議》簽署儀

式，博物館最快於
2022 年落成。香港文匯報記者昨

習主席 ：故宮館豐富港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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